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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香港聚焦發展這個第
一要務，就一定能在參與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中進一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把握重要國家發展
策略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中聯

辦新春酒會上致辭時強調，十九大關於「要
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
決策，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戰略方向。他堅
信，只要我們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繼續鞏固和推進香港當前穩中向好的良好態
勢，就一定能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
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中進一
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祖國人民攜手共創
更加美好的生活，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中聯辦協助特區政府對接國家戰略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
典禮時強調，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
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
匙。今後更好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要
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並與
「一帶一路」契合，兩者互動將產生協同效
應，為香港發展帶來不可錯失的新機遇，香
港應盡早部署籌謀，善用香港在金融、專業
服務和國際聯繫的優勢，加強與廣東合作，
為香港經濟未來持續繁榮發展開拓新領域、

新動力。
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聯繫的優勢亦

可協助推動大灣區產業升級轉型發展，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世界級
城市群，並作為中國重要經濟引擎，帶動中南、
西南等泛珠地區發展，以及在「一帶一路」建
設過程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環珠江口的交通連

繫和通關貿易往來將進一步加強。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目標之一，是要進一步推動灣區深
度合作，協調港澳和珠三角城市的港口、機
場、鐵路和公路等基建項目的對接規劃和建
設，擴大金融和服務業開放合作，促進生產
要素、產品、技術和服務在整個大灣區內更
自由流動，提供一個有利於現有產業集群轉
型升級和培養新的產業集群茁壯成長的生態
環境，吸引更多海內外投資者和商貿活動在
大灣區內集聚，為區內各城市帶來更多更大
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王志民主任早前表示，「中環西環行埋一

齊幾好」，是他和特首林鄭月娥的共同心
聲，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將會走得更近、做得
更多。行政長官辦公室對此表示，中聯辦在
促進特區政府及各界在營商、專業服務、教
育和文化等範疇與內地的交流和合作上，有
重要角色，特別是香港在「一帶一路」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中聯辦正協助
特區政府加強與中央各部門和廣東省的溝
通；過去數月，中聯辦亦協助特區政府反映
港人訴求，為在內地工作、居住和求學的港
人提供更多具體便利措施。

特區政府努力抓住國家戰略機遇
特區政府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亦不遺餘力。去年12月
14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代表特區政府，與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在北京簽署《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
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的安排》，作為香港參與有關建設的方針和藍
本。《安排》聚焦金融與投資、基礎設施與航
運服務、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強對接合作與爭議解
決服務六大重點。
特首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把目前由政務司司

長擔任主席的「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易
名為「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
會」，更聚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特區政
府在參與編制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的過程中，已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反映本
港業界意見，包括改善稅務安排、推行便利港
人和車輛進入內地的措施、降低不同專業界別
在大灣區執業或提供專業服務的門檻等，爭取
為港人在區內就業、創業、營商等方面提供更
多便利。未來五年，特區政府將全面積極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握重要國家發展策略所
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不折騰、不動盪，堅持發展是香港的永恒

主題，對泛政治化堅決說不，「一國兩制」
才能行穩致遠。香港必須聚焦「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集中精力抓機遇、謀
發展。

弘揚不朽的家國情懷是對饒公最好的紀念
在香港經歷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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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不朽的家國情

懷，是我們對饒公

最好的紀念。

饒宗頤先生，一位專心治學的長
者，一位默默樹人育英的教育者，一
位致力於傳播中華文化的學者，今天
能夠在香港、在兩岸四地、在全球五
湖四海，能夠獲得如此高的評價是極
其罕見的，這不僅說明了饒公一生成
就在各界領域的巨大貢獻，更說明了

饒公為人的崇高品德為世人所敬仰。正如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在唁電中所指出的：「他是香港的自豪，也是
國家的驕傲。饒老精神長存。」饒公已矣，但他的精
神必將伴隨着我們不斷努力而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迎來中華文化的廣為傳播。
「香港和世界在學術和藝術界的瑰寶」「世上最後一

位通人」「國際文化巨擘」……這些至高的評價足以說
明饒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饒公常被人提及的是他在
學術上的成就。他研究範圍頗廣，古今跨度甚寬，從古
文字學、考古學，到經學、敦煌學；從地方史志、中印
關係史，到海上交通史，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後人研究
的寶庫。但除此之外，饒公的思想理念、精神境界、為
人品德，更值得我們去深入體會、研究和學習。

誓不做亡國奴的民族氣節
饒公是潮州人，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是如何輾轉
定居香港的，知之者卻不多。事實上，在整個抗日戰
爭時期，饒公是在不停地逃避戰火的艱辛中度過的。
從他與一些友人的對談中可知，他這樣做是為了要遠
離日本侵略者和一眾漢奸的拉攏和統治。他當年在香
港作《斗室賦》以明志與抒懷，有「何烽燧之連延
兮，悼百姓之震愆。……胡為乎蒞此瓊島。……覬中
興之目覩兮，又何怨夫為逋播之民」等句，具見其民
族感情與志節。當得知抗日戰爭勝利，他奮律而作
《九月三日》詩一首：「舉杯同祝中興日，甲午而來
恨始平。一事令人堪菅爾，樓船兼作受降城。」筆墨
中對國家、民族的關心與憂慮，躍然紙上。
誓不做亡國奴，有些人投筆從戎，有些人則是以知識

報國。從饒公的一生事蹟，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中國傳
統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寧可冒死逃難、顛沛流離、歷

盡艱辛，也不願當侵略者和一眾漢奸的順民！饒公的這
一代人，在國難當前的時候，文弱書生可如何報效國家，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文人的風骨當在國難、亂離之中
突顯出來，歷代文人多有憂患詩篇，氣節成為評定詩人
詩篇的一個道德準則。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他不願
依附異族成為漢奸國賊而開始流亡生涯。抗日戰爭是中
國歷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民族抗戰，在這個大是大非的
關頭上，饒公民族氣節與立場，是無可質疑的。讀懂饒
公的一生經歷，可以發現，他所念茲在茲的、貫穿於其
間的就是「民族復興」四個大字。

畢生貢獻學識的堅強意志
正是以這樣的民族自尊，饒公憑藉自身的努力與天

賦，在國際學術界上贏得了尊重。而自始至終，他都
沒有忘記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也以畢生精力貢獻於中
華文化。他治學尚新尚奇，開風氣、闢新域、出奇
兵，在眾多新鮮的領域開荒播種，創造了諸多第一，
當年的成就至今仍是國際漢學界難以企及的標杆。而
在中外關係史方面最值得稱道的是，上世紀70年代，
饒宗頤在發表的《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中第一個提
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論述了「海上絲綢之
路」的起因、航線和海舶，廣為國內外學界認同和稱
頌。甚至可以說，饒公遊歷五洲，宣揚大同，本身就
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最佳先行者、最早的踐行者。
饒公長居香港，努力為回歸以及回歸後的香港發展貢

獻己力。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他心情澎湃。在一次訪
問中說：「那天，我的心情也很激動啊，香港終於回到
祖國的懷抱」，更專門創作了國畫《百福是荷》慶祝。
據他介紹荷花包含了自己對香港的祝福，「因為荷花代
表純潔、高尚，也希望香港能朝着純潔向上，不要整天
噪音太多。」去年香港回歸20周年，饒宗頤則以「吉慶
蓮蓮」的蓮花慶賀回歸，足見其深厚的一份香港情。08
年汶川大地震，饒公寫上一副「大愛無疆」的字，籌款
以賑災。饒公一生清淡，兩袖清風，但對內地捐資、捐
書、捐畫、捐文物，數量已難以統計，對促進內地的學
術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家國情懷，躍然於心。

弘揚中華文化以啟迪後人

饒公經歷了極不平凡的人生經歷，而貫穿於他一生
的，也是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弘揚中華文化。他曾獲
得過多個外國政府及學術機構頒發的獎項，在國外大
力推廣中華文化，引導正確的研究方向。他曾這麼形
容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推廣工作：「古經典舊本子的出
現和整理，是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光
輝，培養我們對過去知識的新的理解。我們對古代文
獻不是不加一字地給予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
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前人生命點滴的寶貴經
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我充滿信心地預期，
21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
代。」
香港一直被形容為「文化沙漠」，但在饒公的努力

下，一點點地改變這種印象。香港三所大學都成立了
饒宗頣文化研究院/中心，這對香港傳承傳統文化作用
甚巨。而不僅是推廣，饒公更是將他所提倡的「新經
學」，賦予新的現實意義。他認為，中華文化要取其
精華，以助於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於
重新樹立中國人傳統的、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使之成
為中國人做人做事的常道，以達到天人互益的境界。
饒公還曾尖銳地指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現在已
不是科學或物質的問題了，近年我們這方面突飛猛
進，物質生活甚至已有過猶不及的態勢，有些人開始
價值觀混亂或扭曲了。」饒公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胸
懷祖國」，為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傾盡所有力氣。
2015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在中南海紫光閣會

見了饒公。李克強總理稱讚饒宗頤近百歲高齡仍心繫
國家發展，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斷，是香港的
驕傲。饒公的貢獻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肯定，這也是
饒公感到欣慰之處。前日王志民主任親自到饒公家中
慰問其家人，並對饒公一生作了十分崇高的評價：
「(饒老)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者，『一帶一路』
文化傳播的踐行者，是中華文化自信的表率。他的學
術造詣、藝術成就和國家情懷受到廣泛稱讚，他是香
港的自豪，也是國家的驕傲。饒老的精神長存。」我
們懷念饒宗頤先生，也期待饒公的民族精神、家國情
懷可以繼續得到傳承、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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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填海是成功的開始
曾淵滄博士

始終聚焦發展第一要務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上個月，曾居香港的美國中情局間諜李振
成被捕，令港人「大開眼界」。但是， 「懂
行 」的人並不會對此感到詫異，由於歷史和
地理位置的原因，香港歷來是間諜的溫床。
據媒體報道，李振成因涉嫌洩露美國在華間
諜的機密情報，導致18-20名間諜被中國政府
處置，而他本人由香港入境美國後被捕。
長期以來，外界都懷疑美國在華部署了情報
網，李振成的被捕證明了該情報網確實存在。
但是，目前難以確定這個網絡的廣度，因為間
諜個人不會知曉整個情報網的有關內容。我們
可以大膽地推斷，這些間諜的使命一定不會僅
限於收集情報。專家認為，科技在收集情報方
面比人類間諜表現更出色。因此，間諜更可能
的任務是煽動當地人進行顛覆行動，給予這些
行動經濟上或物質上的支持，並在幕後操控一
切，這些潛藏在人權活動人士背後的人大多在
美國。拿「阿拉伯之春」來說，幕後操縱者的
目的是推翻當地政府。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種
做法不會在香港出現，尤其是香港在回歸前解
散了警務處政治部，成為了外國間諜的天堂。
最近美國國會議員提名「佔中」行動的參

與者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角逐2018年諾
貝爾和平獎，體現了美國干預外國的悠久歷
史。美國打着民主的旗號在南美和其他地區
進行干預，其真正目的是推翻當地政權，往
往給當地民眾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佔中」組織者事前兩年便籌劃
如果相信這三個年輕人有資源和能力，可以

在沒有後勤支持和戰略指導的情況下，組織、
領導以及維持長達79天的大規模複雜示威行動，
未免有些天真。黃之鋒甚至承認自己連疊毯子
都不會！英國廣播公司2014年10月播放了有關
奧斯陸自由論壇的紀錄片，該紀錄片揭露「佔
中 」行動的組織者在發起行動的前兩年便開始
暗中籌劃，在海外接受特訓。這些訓練包括如
何令示威群眾待在原地、如何與警方對話、如
何應付水砲、被拘捕時如何反應等等。這些訓
練完全可以被稱作顛覆政府的課程了。該紀錄
片還揭露了黃之鋒與現居美國的內地社運人士
楊建利的聯繫。
楊建利坦誠，在「佔中」行動期間，他幾
乎每隔1小時，便會向「佔中」行動的成員

提供意見。在「佔中 」行動最嚴重的時候，
為了方便示威者在公共場所露營，有無限量
供應的免費餐點、水、帳篷、毯子、防暴裝
備以及其他必需品提供給他們。但是到目前
為止，「佔中 」行動的組織者都沒能公開該
行動的相關經費詳情，儘管他們就此作出過
承諾。中情局是否是幕後的操控者？許多人
應該都認同這一觀點。值得注意的是，那群
學生社運人士之中，至少有一人持有美國護
照。許多香港的政客那時都被爆出接受秘密
資金的醜聞。儘管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他
們未被檢控，但是那些可疑資金最有可能來
自於美國。
清醒點吧！在香港被英國管治的150年

裡，民主對港人而言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名
詞。港人在港督以及立法局議員的人員選擇
上，沒有任何的發言權。號稱民主捍衛者的
美國政客們那時候在哪裡？那麼現在他們為
什麼又變得如此直言不諱呢？原因很明顯，
他們是在通過香港打對抗中國的政治牌。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評論版面。（翻譯：李顯格）

美國提名黃之鋒等人角逐諾獎的齷齪伎倆
郭文緯 前副廉政專員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國家為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描繪新畫卷

「國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也必將不斷地成就香港。」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共拓『一帶
一路』策略機遇」論壇主旨演講中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提出四點希望：一，瞄準國家所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二，發揮香港所長，合力提升優勢和互補效應；三，增強創新意
識，不斷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四，弘揚絲路精神，積極促進人文
交流。

誠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說的，香港在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從不缺
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方針，就是以「一國兩制」為根，融入國
家的發展大局，聚焦發展，以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發
展作出貢獻。香港要不斷鞏固既有優勢、開發新優勢、拓展國際經貿關係和加強
與內地的交流合作。
國家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東起亞太經濟圈，貫穿亞歐非大陸，西進

歐洲經濟圈，沿線國家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具有特殊位置和
獨特優勢的香港恰逢其時。事實上，「一帶一路」建設的不僅是一條經濟發展之
路，也是一條文明交融之路，拓展的不僅是一個貫穿歐亞非的生意圈，也是融通
東西方的文化圈。而香港有非凡的歷史，是一個兼具中西特色的大熔爐，可以在
內地機構和企業走出去並融入當地社會方面，完全能夠當好引路人和促成者。
古人云，不謀全域者，不足以謀一域。中共十九大報告把「堅持『一國兩制』

和推進祖國統一」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明
確提出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香
港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國家有關重大發展戰略的目標計劃、深遠意義、實施步驟和
具體需求，主動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搭建政策、項目資訊對接平台，完善溝通協
調機制，「一帶一路」合作天地廣闊，創新大有可為。

陳曉鋒 法學博士「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城市智庫研究員

東涌填海工程正式動工，這是一項很難得的開始。自2003年
以來，香港已經沒有填海造地的工程。
回歸前，港英政府很熱衷於填海造地，理由之一是填海造地的

政治壓力較低，收地開發涉及搬遷原有居民，人人要求巨額賠
償，不易處理，開發郊野公園反對的人也很多。當然，填海也是
有人反對、環保分子反對。不過，反對的人始終比較少，回歸
後，基本上沒有新的填海工程，而只是繼續回歸前留下來仍未完

成的工程。
回歸後，除了環保分子反對填海，反對派也加入反對填海的行列，提出的理由

更是莫名其妙，說什麼香港樓價上漲是因為每天有許多人由內地來香港定居，人
口增加所以樓價上升。實際上，回歸前內地也同樣每天有許多人來香港定居，為
什麼反對派當年不抗議讓這些人來香港？
實際上，不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審批從內地來港居住的決定權在中央政
府，這是國家的主權，不容挑戰，反對派提出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想通過這個問
題挑戰國家主權。當然，香港的所謂環保分子都是打工受薪的，他們專業地向政
府施壓，反對填海，反對開發郊野公園，或者說，反對增加土地供應以建房屋，
最終的得益者是誰？
東涌填海工程所創造出來的土地可以提供4.9萬個住宅單位及87萬平方米的商
業樓面面積。當然，從填海造地到建房屋，需時十多年，是前人填海後人住的工
程。今日的東涌，與天水圍同時被稱為悲情城市，理由是區內工作機會少，區內
的居民要到很遠的市區工作，交通時間很長，年輕力壯的人基於時間就是金錢的
理由，寧可在市區租「劏房」也不願意住天水圍與東涌，導致該區的就業率很
低，大量領取綜援的人居住，成為一個貧窮區。因此，東涌新市鎮的設計一定要
為這個新市鎮創造活力和工作機會。所幸，隨着港珠澳大橋開通，大橋的出入境
口就是東涌新市鎮對面的人工島，希望大橋帶來的人流、物流能為東涌新市鎮帶
來生機。
東涌填海是一個成功的開始，希望特區政府能加快其他地區的填海工程，趁今

年財政預算的盈餘特別多，可以將部分盈餘撥入一個「填海基金」，為將來所
用。


